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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中国石油大庆油田再传喜讯：2020年继续保持油
气当量4000万吨以上持续稳产，完成油气当量4300多万吨，天然
气产量实现“十连增”。

从1959年松基三井首次喷出工业油流到现在，历经60多年开
发建设，亘古荒原上崛起我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大庆油
田，用20多亿吨“工业血液”持续为中国这艘经济巨轮提供强劲
的前进动力，也在新中国工业史上镌刻下了光辉的一页。

这一页，饱含着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
1960 年初，4 万多人奔赴松嫩平原打响石油大会战，仅用三

年时间就探明了面积达 860多平方公里的特大油田，我国石油因
此实现基本自给，一举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60 多年来，
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 24.3 亿吨，上缴税费及各种资金 2.9 万亿
元，有力维护了国家能源安全、支持了国民经济发展。

这一页，闪耀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
在石油大会战时期，王进喜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人

拉肩扛运送钻机，成为一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时代发展、技术
进步，当年的劲头没有丢，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极端天气等不利
条件，铁人带过的 1205 钻井队 2020 年钻井进尺突破 10 万米，历
史累计进尺达314.5万米，近乎相当于钻透了355座珠穆朗玛峰。

这一页，凝结着讲求科学、“三老四严”的求实精神——
“为了弄清冬季铁路油槽车在运输途中原油温度变化情况，技

术人员怀揣温度计，跟车行程1万多公里，取得油温数据1400多
个。”全国劳动模范刘丽对记者讲述了石油大会战时期“万里测
温”的故事。

这一页，汇聚着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
“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是铁人王进喜；

“宁肯把心血熬干，也要让油田稳产再高产”，这是新时期铁人王启
民；“宁肯历尽千难万险，也要为祖国献石油”，这是大庆新铁人李
新民。60多年来，抱定至诚报国的情怀，奉献精神早已熔铸进石油
人的血脉。

2019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大庆油田发现60周
年。总书记指出，大庆油田的卓越贡献已经镌刻在伟大祖国的历
史丰碑上，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
要组成部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希望大庆油田全体干部职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力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不断改革
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肩负起当好标杆旗帜、建设百年油田的
重大责任，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铁人广场边一座彩虹桥上镶嵌的大字引人注目：“只要精神不
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这句话，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大庆油田人
砥砺奋进、顽强拼搏。

提升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持续推动天然气业务快发展、
制定油田核心技术发展路线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大庆油
田昂首阔步迈向新征程。

（相关报道见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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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 14 亿人口的大国来
讲，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这些年，我国粮食年年丰收，去年达到
13390 亿斤，创了历史新高，比上一年增了 100多
亿斤。”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表示，一方面，全
社会的库存目前非常充裕，中国的粮食安全是完
全有保障的，中国人有能力端牢自己的饭碗；另
一方面，中国粮食供求一直是一种“紧平衡”状
态，随着消费升级，粮食需求还会有刚性增长，
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

对此，《意见》明确提出“坚决守住18亿亩耕
地红线”，并强调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采取

“长牙齿”的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同时，严禁违规占用耕地和违背自然规律绿化造
林、挖湖造景，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深
入推进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行动，坚决遏
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

与此同时，《意见》也为确保粮食安全设定了明

确目标：2021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
粮食播种面积保持稳定、产量达到1.3万亿斤以上；
到 2025 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农业基
础设施现代化迈上新台阶，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应
保障更加有力，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明显优
化，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明显提升。

唐仁健表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是确保
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下一步，有关部门还
要继续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篇文章做深、
做细、做实，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农业的生产结
构，在满足市场消费需求的同时，也增加农民收
入、提高农业效益。

多措并举打好种业翻身仗

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打好种业翻身
仗”被置于突出位置。

“当前，我们国家农作物特别是粮食种子能够
靠我们自己来解决。我国自主选育的品种种植面
积占到 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
种’。猪牛羊等畜禽和部分特色水产种源立足国内
有保障，现在畜禽、水产的核心种源自给率分别
达到了75%和85%，这些都为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
的稳产保供提供了关键保障和支撑。”农业农村部
副部长张桃林说，总的来讲，中国农业用种安全
是有保障的，风险也是可控的。

不过，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中国种业还有
不少短板与弱项，如大豆、玉米现在的单产水平
还不高，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不够，种业创新的主
体企业竞争力不强，一些高品质、有特殊功能的
品种和产品相对缺乏等。

加快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畜禽种质资源
调查收集，加强国家作物、畜禽和海洋渔业生物
种质资源库建设，对育种基础性研究以及重点育
种项目给予长期稳定支持，加快实施农业生物育
种重大科技项目，实施新一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和
现代种业提升工程，研究重大品种研发与推广后补
助政策……对于“种子”这一事关农业发展重大基
础问题，《意见》给出了顶层设计和系统部署。

“目前，世界种业正迎来以基因编辑、合成生

物学、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合发展为标志的现代生
物育种科技革命，需要我们抓住机遇、加快创
新，打好种业翻身仗，从而实现种业的跨越式发
展。”张桃林说。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2020 年，中国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
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唐仁健表示，脱贫地区脱贫群众虽然总体上
已经脱了贫，但他们发展的基础尤其是自我发展
的能力还不强。在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
以后，“三农”工作重心要历史性地转向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推进农业现
代化”“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同时给出了系
统的配套政策。比如，在过渡期方面，摆脱贫困
的县“扶上马，送一程”，过渡期内保持现有主要
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在科技兴农方面，提高农机
装备自主研制能力，支持高端智能、丘陵山区农
机装备研发制造，加大购置补贴力度，开展农机
作业补贴；在绿色发展方面，健全耕地休耕轮作
制度；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推广农作物
病虫害绿色防控产品和技术……

“下一步，需要建立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机
制，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农民群
众反映的突出问题，持续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实现从形式上的普惠向实质上的公平转
变。”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兼中央农办秘书局局长
吴宏耀说。

2 月 2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
新世纪以来连续发出的第18个“一
号文件”。22日，国新办就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有
关情况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负
责人就《意见》起草背景和主要内
容做了介绍。总体来看，《意见》既立
足当前，部署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
是管今年的“任务书”；又兼顾长远，
明确“十四五”时期的工作思路和重
点举措，是管5年的“施工图”。

大庆油田60多年来累计生产原油24.3亿吨

当 好 标 杆 旗 帜
建 设 百 年 油 田

本报记者 吴齐强 郝迎灿 方 圆 刘梦丹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
批，国务院近日印发 《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
区振兴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

《意见》 指出，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
的根，是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见
证。革命老区大部分位于多省交界地区，很
多仍属于欠发达地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支持革命老区在新发展
阶段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开启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让革命老区人民逐步过
上更加富裕幸福的生活。

《意见》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
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激发内生动力，发挥比较优势，努力走
出一条新时代振兴发展新路，把革命老区建设
得更好，让革命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逐步
实现共同富裕。

《意见》明确，到2025年，革命老区脱贫攻
坚成果全面巩固拓展，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
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
进一步改善，居民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水平显著提高，红色
文化影响力明显增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到 2035年，革命老区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形成，居
民收入水平显著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
化，人民生活更加美好，形成红色文化繁荣、生态
环境优美、基础设施完善、产业发展兴旺、居民生
活幸福、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新局面。

《意见》明确了三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振兴发
展，推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对接
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二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增强革命老区发展活力，完善基础设施网络、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
三是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增进革命老区人民福
祉，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弘扬传承红色文化、
促进绿色转型发展。

《意见》 提出，要健全政策体系和长效机
制。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始终贯穿
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各方面各环
节。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优化土地资源配

置，强化组织实施。相关省 （自治区、直辖市） 要将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列
为本地区重点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明确责任分工，制定
配套政策，健全对革命老区的差别化绩效评估体系。有关部门要研究制定
支持革命老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修
复、红色旅游等重点领域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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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负责人谈中央一号文件——

今年的“任务书”，5年的“施工图”
本报记者 王俊岭

农业农村部负责人谈中央一号文件——

今年的“任务书”，5年的“施工图”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春耕备耕时节，江西省新余市铁路货场联合供销社系统为农资调配开通
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春耕备耕农资需求。图为2月22日，工人正在新余市供
销社农资仓库忙着调配化肥、种子等农资，运往各乡镇网点。

赵春亮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出台鼓励招收易地搬迁村民
就业等措施，帮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图为2月22日，该县民族创业
园一家幼教装备公司的员工在白坯组装车间清点木板料。

李肃人摄 （人民视觉）

2 月 21 日凌晨 5 时
许，半潜式重吊生活平
台“CMHI-16302”缓 缓
驶离江苏省太仓港四期
码头，离开长江江苏段
驶往海上。该平台能同
时为 750 人提供舒适安
全的居住及工作条件，
具备油气生产、模块安
装等功能，并可用于拆
卸、装配和拖带海上钻
井平台。

计海新摄
（人民视觉）

世界级海工世界级海工
生活平台起航生活平台起航

本报北京2月 22日电 （记者李
婕）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批
复设立中国石家庄、中国沈阳、中国
济南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至此，全
国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数量已
达22家。

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各国家级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已有入园企业超
3000 家，全年园区营业收入 2048 亿
元，服务各类人员 2700 万人次，为
超过 80 万家次用人单位提供了人力

资源服务，为抗击疫情、服务就业和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作出积极贡献。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建设人
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是国内人力资源服
务业发展的积极探索和成功实践。自
2010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上海建
立首家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以
来，国家级产业园在推动人力资源服
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就业、优化人
力资源配置及打造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新引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报北京2月 22日电 （记者徐
佩玉） 中国人民银行22日发布的金融
市场运行情况显示，1月份，中国债券
市场共发行各类债券 4.3 万亿元。其
中，国债发行5740亿元，地方政府债券
发行3623.4亿元，金融债券发行9472.4
亿元，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 1.2 万亿
元，资产支持证券发行1193.8亿元，同
业存单发行1.1万亿元。

截至 1 月末，债券市场托管余额
为 117.8 万亿元。其中，国债托管余额

为 20.1 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托管余
额为 25.8 万亿元，金融债券托管余额
为 28.1 万亿元，公司信用类债券托管
余额为 25.8 万亿元，资产支持证券托
管余额为4.6万亿元，同业存单托管余
额为11.2万亿元。

此外，1月份，银行间货币市场成交
共计90.7万亿元，同比上升31%，环比
下降16.5%。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成交
16.2万亿元，日均成交8094.5亿元，同
比下降5.4%，环比上升16.1%。

1月份发行各类债券4.3万亿元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达22家


